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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本    年    度 上    年    度 比較增減 %

【附註】：①現金流量係採現金及約當現金基礎，包括現金及自投資日起3個月內到期或清償之債權證券。

財務摘要
單位：新臺幣元

42901-1

經營成績：

4,233,762,7764,593,165,157 359,402,381 8.49基金來源

893,107,878901,630,298 8,522,420 0.95基金用途

3,340,654,8983,691,534,859 350,879,961 10.50賸餘(短絀)

餘絀情形：

42,376,866,54446,068,401,403 3,691,534,859 8.71基金餘額

現金流量①：

21,131,303,75714,488,011,746 -6,643,292,011 -31.44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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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業務計畫實施績效 

（一）為加強都市運輸效能、改善生活環境、增進公共福利，並確保捷運設備安

全、舒適，達成捷運系統永續經營的目標，推展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

設備重置，並籌措因捷運系統設備汰舊換新之財源，以促進大眾捷運系統

穩定健全之發展，提升捷運服務水準，依預算法規定編列附屬單位預算，

本基金辦理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設備（係指與捷運相關之機械、交通

與運輸及雜項等設備）重置與管理等業務。 

（二）捷運設備重置計畫：本年度預算數 126,377,000 元，決算數 136,384,866

元，較預算數增加 10,007,866元。 

（三）建築及設備計畫：有關購置固定資產預算之執行，依 108年 4 月 23日「臺

北都會區捷運固定資產重置基金管理委員會」108 年度第 1 次委員會議決

議，委託本局土建處、第一區工程處及臺北捷運公司辦理。108 年度可用預

算數包括以前年度保留款 315,277,437 元，本年度法定預算數 617,449,000

元，合計 932,726,437 元，執行結果實際支出 739,662,104元，包括專案計

畫支出擴充改良房屋建築及設備 3,682,514 元、購置機械及設備

360,829,972 元、購置交通及運輸設備 119,257,282 元、購置雜項設備

22,313,980 元及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支出購置機械及設備 23,036,753 元、

購置交通及運輸設備 12,368,735 元、購置無形資產 900,000 元、遞延修繕

房屋建築支出 197,272,868元，累計執行數占 108年度可用預算數 79.30％，

購置固定資產辦理預算保留數 129,685,006 元，遞延支出辦理預算保留數

13,813,435元，已奉准保留至下年度繼續執行，詳列如下： 

1.專案計畫 108年度可用預算數 644,538,902元，執行數 506,083,748元，

節餘款 8,770,148 元，預算保留 129,685,006 元，包含擴充改良房屋建

築及設備保留 29,486元、購置機械及設備預算保留 129,120,446元、購

置交通及運輸設備 231,211元及購置雜項設備保留 303,863元： 

（1）擴充改良房屋建築及設備：108年度可用預算數 3,712,000元，執

行數 3,682,514元，辦理保留 29,486元。 

（2）購置機械及設備：108 年度可用預算數 495,599,226 元，執行數

360,829,972元，節餘款 5,648,808元，辦理保留 129,120,446元。 

（3）購置交通及運輸設備：108年度可用預算數 122,333,676元，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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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119,257,282元，節餘款 2,845,183元，辦理保留 231,211元。 

（4）購置雜項設備：108 年度可用預算數 22,894,000 元，執行數

22,313,980元，節餘款 276,157元，辦理保留 303,863元。 

2.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 108 年度可用預算數 43,124,000 元，執行數

35,405,488元，節餘款 7,718,512元。 

3.遞延支出 108年度可用預算數 244,113,535元，執行數 197,272,868元，

節餘款 34,799,481元（含併決算數 1,772,249元），預算保留 13,813,435

元。 

（四)年度關鍵績效達成情形： 

關鍵策略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衡量標準 
年度 

目標值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 

（執行率） 

加強都市運輸

效能、改善生

活環境、增進

公共福利、確

保捷運設備安

全、舒適，達

成捷運系統永

續 經 營 之 目

標。 

租金收入、捷

運設備重置計

畫、建築及設

備計畫執行率 

(年度執行數÷年

度預算數)x100% 

80% 租金收入：100.08% 

 

捷運設備重置計畫：

107.92% 

 

建 築 及 設 備 計 畫 ：

79.30% 

1.建築及設備重置計畫未達年度目標值，主要係因臺北捷運系統初期路網

電扶梯電梯中期改善工程及高運量 301 型電聯車車載號誌系統重置 2 案

預付款已由工程處及捷運公司先行支付予廠商待核銷轉正所致。 

二、基金來源、用途及餘絀情形 

（一）基金來源： 

依「公營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設置管理條例」第 15 條第 2 項規定：「捷

運公司負責捷運系統財產與設備之維護，及系統設備之重置」，營運機構應

對使用之捷運系統設備按耐用年限逐年提列重置所需之費用，並以租金方

式繳入。本年度基金來源決算數 4,593,165,157元，較預算數 4,484,167,000

元，增加 108,998,157元，計增 2.43％，差異原因如下： 

1.租金收入：決算數 4,373,583,631元，較預算數 4,370,132,000元，增加

3,451,631元，係因本府與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簽訂之「臺北都會

區大眾捷運系統財產租賃契約書」，其中 108 年變動租金之收入，依捷運

公司 108 年度營業收入 4%上限並以二分之一計收，致租金收入實際數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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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數增加。 

2.利息收入：決算數 215,153,586 元，較預算數 94,035,000 元，增加

121,118,586元，係因洽金融機構辦理定存，以取得較高利息收入，更靈

活資金調度，致利息收入實際數較預算數增加所致。 

3.雜項收入：決算數 4,427,940 元，較預算數 20,000,000 元，滅少

15,572,060 元，主要係因捷運公司實際報廢代管之捷運財產變賣及廠商

罰款收入預估較實際收入減少所致。 

（二）基金用途： 

本年度主要係用於捷運系統文湖線、淡水線、中和線、新店線、南港線、

板橋線及新蘆線之設備重置，及辦理本基金之行政管理業務等所需之相關

費用。本基金用途，108年度可用預算數為 1,086,021,437元（包括以前年

度保留款 315,277,437元，本年度預算數為 770,744,000元）。捷運設備重

置計畫執行結果實際支用 136,384,866 元，一般行政管理計畫實際支用

25,583,328 元，建築及設備計畫執行結果實際支用 739,662,104 元，包括

擴充改良房屋建築及設備 3,682,514元、購置機械及設備 383,866,725元、

購置交通及運輸設備 131,626,017元、購置雜項設備 22,313,980元、購置

無形資產 900,000 元及遞延支出 197,272,868 元。基金用途決算數合計為

901,630,298 元，較預算數 770,744,000 元，增加 130,886,298 元，計增

16.98％(較可用預算數 1,086,021,437 元，減少 184,391,139 元，計減

16.98%)，內容如下： 

1.捷運設備重置計畫：本年度執行數 136,384,866元，較預算數 126,377,000

元，增加 10,007,866元。 

2.一般行政管理計畫：本年度執行數 25,583,328元，較預算數 26,918,000

元，減少 1,334,672元。 

3.建築及設備計畫：購置固定資產因估驗計價、驗收作業中及工程合約履

約期限需延至 109年度及以後年度完成，辦理預算保留 143,498,441元： 

（1）專案計畫，辦理預算保留 129,685,006元，包含擴充改良房屋建築

及設備預算保留 29,486元、購置機械及設備預算保留 129,120,446

元、購置交通及運輸設備預算保留 231,211元、購置雜項設備預算

保留 303,86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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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遞延修繕房屋建築支出：辦理預算保留 13,813,435元。 

4.購置固定資產執行後之節餘款 16,488,660元： 

（1）專案計畫，節餘款 8,770,148 元，包含購置機械及設備節餘款

5,648,808元、購置交通及運輸設備節餘款 2,845,183元、購置雜

項設備節餘款 276,157元。 

（2）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節餘款 7,718,512元，包含購置機械及設備

節餘款 6,459,247元、購置交通及運輸設備節餘款 1,259,265元。 

（3）購置無形資產，節餘款 50,000元。 

5.遞延修繕房屋建築支出，節餘款 34,799,481元，為專案計畫 29,833,587

元及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 4,965,894元。 

（三）本期賸餘： 

本年度決算數 3,691,534,859 元，較本年度預算數 3,713,423,000 元，減

少 21,888,141 元，計減 0.59%，詳細原因如前揭「基金來源」及「基金用

途」所述。 

三、現金流量結果 

（一）本年度業務活動之現金淨流入 3,584,521,283元。 

（二）本年度其他活動之現金淨流入 10,903,490,463元。 

（三）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31,003,912,202 元，本年度現金及約當現金淨增

14,488,011,746元，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 45,491,923,948元。 

四、資產負債情況 

（一）本年度決算日資產總額為 46,071,172,667 元：流動資產 45,874,996,495

元占資產總額 99.57％，包括現金 45,491,923,948 元、應收款項

377,201,511元、存貨 5,871,036元；其他資產 196,176,172元占資產總額

0.43％，係雜項資產。 

（二）本年度決算日負債總額為 2,771,264元，係應付款項及雜項負債。 

（三）本年度決算日基金餘額 46,068,401,403元，係累積餘額。 

五、資本資產及長期負債概況 

本年度決算日資本資產餘額為 5,727,132,785 元，包括土地改良物 144,902,927

元、房屋及建築 59,351,714元、機械及設備 2,978,907,315元、交通及運輸設備

1,963,318,696元、雜項設備 176,316,243元、購建中固定資產 403,450,740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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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軟體 885,150元。另無長期負債。 

六、其他 

（一）本年度併決算及奉准先行辦理並於以後年度補辦預算事項： 

本年度預算執行期間辦理併決算，計有下列 3項： 

1. 租金收入：108 年 12 月 19 日簽奉核准併決算 3,451,631 元，主要係因

本府與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簽訂之「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財

產租賃契約書」，其中 108 年變動租金之收入，依捷運公司 108 年度營

業收入 4%上限並以二分之一計收，致租金收入實際數較預算數增加所

致。 

2. 利息收入：108 年 12 月 19 日簽奉核准併決算 121,118,586 元，主要係

因洽金融機構辦理定存，以取得較高利息收入，更靈活資金調度，致利

息收入實際數較預算數增加所致。 

3. 建築及設備計畫：108 年 3 月 11 日簽奉核准併決算 10,007,866 元，主

要係因「特殊型基版重置」案，原規劃於 107 年度辦理驗收及核銷事宜，

因廠商遲至 107年 9月 18日提送測試樣品及報告，11月 28日方完成交

貨，於 12 月 13 日辦理初驗，並依契約規定於 108 年 2 月 15 日完成委

外檢驗，於 5月 3日函送辦理核銷所致。 

4. 建築及設備計畫：108年 1月 23日簽奉市長核准決算 1,772,249元，主

要係因辦理「捷運文湖線木柵段辛亥站至萬芳醫院站間設置隔音牆工

程」所致。 

本年度無奉准先行辦理並於以後年度補辦預算事項。 

（二）預算所列未來承諾授權之執行情形：無 

（三）因擔保、保證或契約可能造成未來會計年度內之支出事項(包括或有負債，

如各類保險精算或有負債假設條件及金額等)及或有資產，應說明其總額及

內容(包括發生時間、對象及原因)：無 

（四）自償性公共建設計畫營運與負擔狀況及自償率達成情形之說明：無 

（五）推動各項業務計畫或中央政府或國內外學術機構評鑑(選)優良事蹟之說

明：無 

（六）揭露公民提案參與式預算執行情形(含計畫項目、預算及決算數)：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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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 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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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

比較增減

%% %%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度

基金來源、用途及餘絀表
單位：新臺幣元

臺北市臺北都會區捷運固定資產重置基金
42901-9

100.00 108,998,1574,233,762,776 4 基金來源 4,484,167,000 4,593,165,157 2.43100.00 100.00

99.72 99.55 124,570,217財產收入 4,464,167,000 4,588,737,217454,222,076,243 2.7999.90

97.20 97.46 3,451,631租金收入 4,370,132,000 4,373,583,6314524,115,402,487 0.0895.22

2.52 2.10 121,118,586利息收入 94,035,000 215,153,586454106,673,756 128.804.68

0.28 0.45 -15,572,060其他收入 20,000,000 4,427,9404Y11,686,533 -77.860.10

0.28 0.45 -15,572,060雜項收入 20,000,000 4,427,9404YY11,686,533 -77.860.10

19.63 130,886,298893,107,878 5 基金用途 770,744,000 901,630,298 16.9821.09 17.19

0.73 2.82 10,007,866捷運設備重置計畫 126,377,000 136,384,8665131,037,864 7.922.97

0.46 0.60 -1,334,672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26,918,000 25,583,3285L19,522,690 -4.960.56

19.90 13.77 122,213,104建築及設備計畫 617,449,000 739,662,1045M842,547,324 19.7916.10

16.82 11.01 47,833,236購建固定資產 493,656,000 541,489,236711,940,250 9.6911.79

3.08 2.76 74,379,868其他 123,793,000 198,172,868130,607,074 60.084.31

80.37 -21,888,1413,340,654,898 6 本期賸餘(短絀) 3,713,423,000 3,691,534,859 -0.5978.91 82.81

922.61 28,444,54439,036,211,646 71 期初基金餘額 42,348,422,000 42,376,866,544 0.07922.02 944.40

- -- 72 解繳公庫 - - --- -

1,002.98 6,556,40342,376,866,544 73 期末基金餘額 46,061,845,000 46,068,401,403 0.011,000.93 1,027.21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度

基金來源、用途及餘絀表附表

臺北市臺北都會區捷運固定資產重置基金
42901-10

一、建築及設備計畫可用預算數932,726,437元，包含本年度預算數617,449,000元及以前年度保留數315,277,437元；另以前
年度保留決算數290,052,283元。

二、本年度預算執行期間辦理併決算，計有下列4項：
1.租金收入：108年12月19日簽奉核准併決算3,451,631元，主要係因本府與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簽訂之「臺北都會區
大眾捷運系統財產租賃契約書」，其中108年變動租金之收入，依捷運公司108年度營業收入4%上限並以二分之一計收，致
租金收入實際數較預算數增加3,451,631元。

2.利息收入：108年12月19日簽奉核准併決算121,118,586元，主要係因截至目前，扣除年度預計重置汰換支用數後餘裕資
金，為免資金閒置，洽金融機構辦理定期存款，以取得較高利息收入，更靈活資金調度，致利息收入實際數較預算數增加
121,118,586元。

4.捷運設備重置計畫：108年3月11日簽奉核准併決算10,007,866元，主要係因「特殊型基鈑重置」案，於106年7月18日決
標，原規劃於107年度辦理驗收及核銷事宜，因廠商遲至107年9月18日提送測試樣品及報告，11月28日方完成交貨，捷運公
司於12月13日辦理初驗，並依契約規定於108年2月15日完成委外檢驗，5月3日函送本於辦理核銷所致。

4.建築及設備計畫：108年1月23日簽奉市府核准決算1,772,249元，主要係因「捷運文湖線木柵段辛亥站至萬芳醫院站間設
置隔音牆工程」所致。



項                    目

編號
預        算        數

名稱
決        算        數

比較增減

金   額 %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度

現金流量表
單位：新臺幣元

臺北市臺北都會區捷運固定資產重置基金
42901-11

81 業務活動之現金流量

-21,888,141811 -0.59本期賸餘(短絀) 3,713,423,000 3,691,534,859

-102,818,576812 --調整非現金項目 -4,195,000 -107,013,576

---103,671,087-107,866,087-4,195,0008123 流動資產淨減(淨增)

--852,511852,511-8124 流動負債淨增(淨減)

-124,706,717813 -3.36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3,709,228,000 3,584,521,283

82 其他活動之現金流量

--10,770,000,00010,770,000,000-821 減少短期投資及短期貸墊款

1,299.35123,932,463133,470,4639,538,000824 減少其他資產

--20,00020,000-825 增加短期債務及其他負債

--1,000,000,000--1,000,000,00082A 增加短期投資及短期貸墊款

11,893,952,46382Z --其他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990,462,000 10,903,490,463

11,769,245,74683 432.89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淨減) 2,718,766,000 14,488,011,746

20,408,084,20284 192.60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10,595,828,000 31,003,912,202

32,177,329,94885 241.67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 13,314,594,000 45,491,923,948

現金流量係採現金及約當現金基礎，包括現金及自投資日起3個月內到期或清償之債權證券。【附註】：



科目 本年度決算數

名　　　稱編號

上年度決算審定數

金額 ％

比較增減

％金額 ％金額

中華民國

平

臺北市臺北都會區捷
42901-12

資產 46,071,172,667 100.00 42,378,765,297 100.00 3,692,407,370 8.711 負債2

流動資產11 流動負債2145,874,996,495 99.57 42,049,118,662 99.22 3,825,877,833 9.10

現金111 應付款項21245,491,923,948 98.74 31,003,912,202 73.16 14,488,011,746 46.73

銀行存款1112 應付費用212545,491,923,948 98.74 31,003,912,202 73.16 14,488,011,746 46.73

應收款項113 其他負債22377,201,511 0.82 269,335,424 0.64 107,866,087 40.05

應收帳款1133 什項負債221204,019,858 0.44 199,666,329 0.47 4,353,529 2.18

應收利息1139 存入保證金2211172,239,528 0.37 68,022,733 0.16 104,216,795 153.21

其他應收款113Y 基金餘額3942,125 0.00 1,646,362 0.00 -704,237 -42.78

存貨114 基金餘額315,871,036 0.01 5,871,036 0.01 - 0.00

物料1141 基金餘額3115,871,036 0.01 5,871,036 0.01 - 0.00

短期貸墊款116 累積餘額3111- - 10,770,000,000 25.41 -10,770,000,000 --

短期貸款1162 - - 10,770,000,000 25.41 -10,770,000,000 --

其他資產13 196,176,172 0.43 329,646,635 0.78 -133,470,463 -40.49

什項資產131 196,176,172 0.43 329,646,635 0.78 -133,470,463 -40.49

暫付及待結轉帳項1315 196,176,172 0.43 329,646,635 0.78 -133,470,463 -40.49

負債及基金餘額合計

【附註】： 1. 本年度信託代理與保證資產（負債） 4,082,105 元，係廠商履約保證金之存入保證品，上年度信託代理與保證
資產（負債） 4,082,105 元，係廠商履約保證金之存入保證品。
2. 因擔保、保證或契約可能造成未來會計年度支出事項（包括或有負倩）0元及或有資產0元。

合計 46,071,172,667 42,378,765,297 100.00 3,692,407,370 8.71100.00



科目 本年度決算數

名　　　稱編號

上年度決算審定數

金額 ％

比較增減

％金額 ％金額

108年12月31日

衡表

運固定資產重置基金
42901-13

單位：新臺幣元

負債2 資產12,771,264 0.01 1,898,753 0.00 872,511 45.95

流動負債21 流動資產112,751,264 0.01 1,898,753 0.00 852,511 44.90

應付款項212 現金1112,751,264 0.01 1,898,753 0.00 852,511 44.90

應付費用2125 銀行存款11122,751,264 0.01 1,898,753 0.00 852,511 44.90

其他負債22 應收款項11320,000 - - - 20,000 --

什項負債221 應收帳款113320,000 - - - 20,000 --

存入保證金2211 應收利息113920,000 - - - 20,000 --

基金餘額3 其他應收款113Y46,068,401,403 99.99 42,376,866,544 100.00 3,691,534,859 8.71

基金餘額31 存貨11446,068,401,403 99.99 42,376,866,544 100.00 3,691,534,859 8.71

基金餘額311 物料114146,068,401,403 99.99 42,376,866,544 100.00 3,691,534,859 8.71

累積餘額3111 短期貸墊款11646,068,401,403 99.99 42,376,866,544 100.00 3,691,534,859 8.71

短期貸款1162

其他資產13

什項資產131

暫付及待結轉帳項1315

資產合計

合計 46,071,172,667 100.00 42,378,765,297 100.00 3,692,407,370 8.71



本　　頁　　空　　白

42901-14



科目
比較增減

備　　　註
％金　　　　額

預算數 決算數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度

基金來源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元

臺北市臺北都會區捷運固定資產重置基金
42901-15

108,998,1574,593,165,1574,484,167,000 2.43基金來源

124,570,217 2.794,464,167,000 4,588,737,217財產收入

3,451,631 0.084,370,132,000 4,373,583,631租金收入

121,118,586 128.8094,035,000 執行數超前係因扣除年
度預計重置汰換支用數
後餘裕資金，為免資金
閒置，洽金融機構辦理
定期存款，以取得較高
利息收入，更靈活資金
調度所致。

215,153,586利息收入

-15,572,060 -77.8620,000,000 4,427,940其他收入

-15,572,060 -77.8620,000,000 執行率落後主要係因各
項工程皆已如期完工
，預估罰款部分收入減
少所致。

4,427,940雜項收入

108,998,1574,593,165,1574,484,167,000 2.43合計



比較增減
科目 決算數

金　　　　額
備　　　註預算數

％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度

基金用途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元

臺北市臺北都會區捷運固定資產重置基金
42901-16

基金用途 901,630,298770,744,000 130,886,298 16.98

10,007,866捷運設備重置計畫 136,384,866126,377,000 7.92

-437,459服務費用 2,802,5413,240,000 -13.50

-200,000修理保養及保固費 -200,000 --

-200,000-200,000 --土地改良物修護費

-237,459專業服務費 2,802,5413,040,000 -7.81

-127,4592,672,5412,800,000 -4.55工程及管理諮詢服務費

-110,000130,000240,000 -45.83講課鐘點、稿費、出席
審查及查詢費

8,940,396材料及用品費 132,077,396123,137,000 7.26

8,940,396使用材料費 132,077,396123,137,000 7.26

8,940,396132,077,396123,137,000 7.26物料

1,504,929其他 1,504,929- --

1,504,929其他支出 1,504,929- --

1,504,9291,504,929- --其他

-1,334,672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25,583,32826,918,000 -4.96

-1,203,579用人費用 25,354,42126,558,000 -4.53

-1,426,137正式員額薪資 16,372,80317,798,940 -8.01

-1,426,13716,372,80317,798,940 -8.01職員薪金

-165,784超時工作報酬 572,136737,920 -22.47

-165,784572,136737,920 -22.47加班費

60,609獎金 4,376,8654,316,256 1.40

109,0122,450,0002,340,988 4.66考績獎金

-48,4031,926,8651,975,268 -2.45其他獎金

-64,103退休及卹償金 1,380,7691,444,872 -4.44

-64,1031,380,7691,444,872 -4.44職員退休及離職金

391,836福利費 2,651,8482,260,012 17.34

-39,6451,450,4671,490,112 -2.66分擔員工保險費

-86,562215,838302,400 -28.63員工通勤交通費

518,043985,543467,500 110.81其他福利費



比較增減
科目 決算數

金　　　　額
備　　　註預算數

％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度

基金用途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元

臺北市臺北都會區捷運固定資產重置基金
42901-17

-54,410服務費用 111,590166,000 -32.78

-1,000旅運費 -1,000 --

-1,000-1,000 --其他旅運費

-23,440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10,56034,000 -68.94

-23,44010,56034,000 -68.94印刷及裝訂費

-6,000一般服務費 35,00041,000 -14.63

-1,000-1,000 --佣金、匯費、經理費及
手續費

-5,00035,00040,000 -12.50體育活動費

-23,970專業服務費 66,03090,000 -26.63

-23,97066,03090,000 -26.63講課鐘點、稿費、出席
審查及查詢費

-85,479材料及用品費 108,521194,000 -44.06

-1,450使用材料費 17,75019,200 -7.55

-1,45017,75019,200 -7.55設備零件

-84,029用品消耗 90,771174,800 -48.07

-68,97962,693131,672 -52.39辦公(事務)用品

-15,05028,07843,128 -34.90其他用品消耗

8,028稅捐及規費(強制費) 8,028- --

8,028消費與行為稅 8,028- --

8,0288,028- --印花稅

768其他 768- --

768其他支出 768- --

768768- --其他

122,213,104建築及設備計畫 739,662,104617,449,000 以前年度保留數計
315,277,437元，其決算
數計290,052,283元。建
築及設備計畫加計以前
年度保留數執行率為
79.3%，主要落後係因
下列2案預付款已由工
程處及捷運公司先行支
付予廠商待核銷轉正所
致。
(1)臺北捷運系統初期路
網車站出入口電扶梯電

19.79



比較增減
科目 決算數

金　　　　額
備　　　註預算數

％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度

基金用途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元

臺北市臺北都會區捷運固定資產重置基金
42901-18

梯中期改善工程
，IYZX01、IZYX02標
工程預付款共計
41,062,933元已陸續於
108年11、12月支付廠
商，因預付款屬暫付款
無法立即核銷，需依契
約規爾後估驗計價達
20%-80%間攤提轉正所
致。
(2)高運量301型電聯車
車載號誌系統重置，已
完成原型車安裝測試費
及9列車核銷，並依契
約支付預付款
69,555,062元。

122,213,104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及
非理財目的之長期投資

739,662,104617,449,000 19.79

47,833,236購建固定資產 541,489,236493,656,000 其以前年度保留數為
194,006,902元，其決算
數為193,245,037元。

9.69

-29,4863,682,5143,712,000 -0.79擴充改良房屋建築及設
備

-17,481,275383,866,725401,348,000 -4.36購置機械及設備

65,924,017131,626,01765,702,000 100.34購置交通及運輸設備

-580,02022,313,98022,894,000 -2.53購置雜項設備

-50,000購置無形資產 900,000950,000 -5.26

-50,000900,000950,000 -5.26購置電腦軟體

74,429,868遞延支出 197,272,868122,843,000 其以前年度保留數為
121,270,535元，其決算
數為96,807,246元。

60.59

71,906,111194,749,111122,843,000 58.53遞延修繕房屋建築支出

2,523,7572,523,757- --其他遞延支出

合計 901,630,298770,744,000 130,886,298 16.98

工程管理費原則依「本府所屬機關工程管理費及工作費支用要點」第七點之準提列，分項工程依前述標準逐級額累退計
算各工程管理費上限，共計預算數為5,807,000元，決算數為2,892,838元。

註:



本　　頁　　空　　白

42901-19



本　年　度　增　加　金　額

預　算　數

貸款
年度

貸　　出　　款
計　畫　名　稱 決　算　數

截至上年度終了
貸　出　餘　額

合　　　計 10,770,000,000 1,000,000,000 -

貸出款
中華民國

臺北市臺北都會區捷

42901-20

短期貸款 10,770,000,000 1,000,000,000 -

預算數淨增1,000,000,000元，決算數淨減

10,770,000,000元，係因財政局來函為配合本

府5月還本減債，墊還資金需求數下降，提前

償還本金。

10,770,000,000108財政局市庫調度 1,000,000,000 -

10,770,000,000小　　　計 1,000,000,000 -



備　　　　註本年度終了
貸出餘額決　算　數預　算　數

本　年　度　減　少　金　額

- 10,770,000,000 -

明細表
108年度

運固定資產重置基金

單位 ：新臺幣元

42901-21

短期貸款10,770,000,000 --

財政局市庫調度10,770,000,000 -- 預算數淨增1,000,000,000元，決算數淨減

10,770,000,000元，係因財政局來函為配合本

府5月還本減債，墊還資金需求數下降，提前

償還本金。

小　　　計10,770,000,000 --



減少項　　　　目
期      末
餘      額

增加取得成本/
舉債數

本年度累計折舊
（耗）/長期投
資評價變動數

/溢（折）價攤

以前年度累計折舊
（耗）/長期投資
評價/未攤銷溢

（折）價

本年度變動

主要增
減原因
說明金額 類型 金額 類型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度

資本資產及長期負債增減情形表
單位：新臺幣元

臺北市臺北都會區捷運固定資產重置基金
42901-22

資產 1,678,358,45413,887,133,441 1,335,883,621 5,727,132,785-849,409,515-7,653,065,974

-636,340,296 - 144,902,927土地改良物 -45,594,884-445,842,485

-85,583,855 - 59,351,714房屋及建築 -2,489,172-23,742,969

253,502,4377,872,855,402 67,542,766 2,978,907,315機械及設備 -569,967,685-4,509,940,073 1,12 5 1.由購
建中轉
入完工
驗收之
捷運系
統設備
重置案
相關財
產。
2.報廢
已逾耐
用年限
之捷運
系統財
產設備
。3.本
年度增
置類型
增加數
12萬
5,034元
，係本
年度購
置個人
電腦及
資訊相
關設備
逕列於
機械及
設備項
下所致
。

882,515,7953,347,098,275 132,280,767 1,963,318,696交通及運輸設備 -177,131,578-1,956,883,029 12 5,7 1.由購
建中轉
入完工
驗收之
捷運系
統設備
重置案
相關財
產。
2.報廢
已逾耐
用年限
之捷運
系統財
產設備
。3.撥
出以工
管費購
置之財
產共
141,750
元，經
雙方協



減少項　　　　目
期      末
餘      額

增加取得成本/
舉債數

本年度累計折舊
（耗）/長期投
資評價變動數

/溢（折）價攤

以前年度累計折舊
（耗）/長期投資
評價/未攤銷溢

（折）價

本年度變動

主要增
減原因
說明金額 類型 金額 類型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度

資本資產及長期負債增減情形表
單位：新臺幣元

臺北市臺北都會區捷運固定資產重置基金
42901-23

議以無
償交由
受託機
關使用
。

76,020947,199,857 76,020 176,316,243雜項設備 -54,226,196-716,657,418 12 7 1.由購
建中入
完工驗
收之捷
運系統
設備重
置案相
關財產
。2.撥
出以工
管費購
置之財
產共
76,020
，經雙
方協議
以無償
交由受
託機關
使用。

541,364,202998,055,756 1,135,969,218 403,450,740購建中固定資產 -- 1 12 1.本年
度變動
增加數
係辦理
臺北捷
運系統
初期路
網車站
出入口
電扶梯
電梯中
期改善
工程等
案。
2.本年
度變動
減少數
係以前
年度付
款並於
本年度
完成驗
收9億
6,698萬
7,152元
，以前
年度付
款並完
成驗收
1億
6,898萬
2,066元
。



減少項　　　　目
期      末
餘      額

增加取得成本/
舉債數

本年度累計折舊
（耗）/長期投
資評價變動數

/溢（折）價攤

以前年度累計折舊
（耗）/長期投資
評價/未攤銷溢

（折）價

本年度變動

主要增
減原因
說明金額 類型 金額 類型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度

資本資產及長期負債增減情形表
單位：新臺幣元

臺北市臺北都會區捷運固定資產重置基金
42901-24

900,000- 14,850 885,150電腦軟體 -- 1 11 1.本年
度變動
增加數
係建置
捷運財
產管理
系統擴
增案。
2.本年
度變動
減少數
係無形
資產攤
銷，截
至108年
12月止
累計攤
銷金額
14,850
元。

1.本年度機械及設備期末餘額29億7,890萬7,315元與財產管理系統之分類統計表中本期結存29億7,891萬5,400元
差異8,085元、交通及運輸設備期末餘額19億6,331萬8,696元與財產管理系統之分類統計表中本期結存19億
6,332萬1,996元差異3,300元，以及雜項設備期末餘額1億7,631萬6,243元與財產管理系統之分類統計表中本期結
存1億7,631萬6,532元差異289元，係依96年11月13日府主會決字第09631195900號函頒「臺北市政府購置財產之
帳務處理方式」規定，將以工程管理費購置之財產由帳列固定資產除帳所致。2.無經管珍貴動產、不動產。

【附註】：



調整數
科         目

可　用　預　算　數
本年度
保留數以前年度

保 留 數
合　　計

本年度
    法定
預算數

奉准先行辦理
俟以後年度
補辦預算數

比較增減決算數配合總預算
追加預算辦
理之購建固

定資產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度

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元

臺北市臺北都會區捷運固定資產重置基金
42901-25

-29,486 29,486- 3,712,000- 3,682,5143,712,000 --房屋及建築

-3,712,0003,712,000- - - 29,486-3,712,000 -房屋及建築

3,682,514-- - 3,682,514 --- -購建中固定資產

-141,228,501 129,120,446123,747,226 525,095,226- 383,866,725401,348,000 --機械及設備

-455,565,657525,095,226123,747,226 - 69,529,569 129,120,446-401,348,000 -機械及設備

314,337,156-- - 314,337,156 --- -購建中固定資產

-4,335,659 231,21170,259,676 135,961,676- 131,626,01765,702,000 --交通及運輸設備

-36,460,165135,961,67670,259,676 - 99,501,511 231,211-65,702,000 -交通及運輸設備

32,124,506-- - 32,124,506 --- -購建中固定資產

-580,020 303,863- 22,894,000- 22,313,98022,894,000 --雜項設備

-22,817,98022,894,000- - 76,020 303,863-22,894,000 -雜項設備

22,237,960-- - 22,237,960 --- -購建中固定資產

合計 194,006,902 493,656,000 - - - 687,662,902 541,489,236 -146,173,666 129,685,006



本　　頁　　空　　白

42901-26



比較增減項    目    名    稱 決算數預算數 備註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度

員工人數彙計表
單位：人

臺北市臺北都會區捷運固定資產重置基金
42901-27

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2020 0

2020 0正式職員

小計 2020 0

2020 0正式職員

合計 20 20 0



預 算 數

項          目
合計

正式
員額
薪資

聘僱人
員薪資

超時工
作報酬

津貼 獎金
退休及
卹償金

資遣費 福利費 提繳費
兼任人
員用人
費用

總計

中華民國

用人費用

臺北市臺北都會區捷

42901-28

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26,558,00017,798,940 - 737,920 - 4,316,256 1,444,872 - 2,260,012 - - 26,558,000

26,558,00017,798,940 - 737,920 - 4,316,256 1,444,872 - 2,260,012 -職員 - 26,558,000

本表獎金包括以下各項：
1. 考績獎金係依據公務人員考績法第7、8、12條規定核發，108年度預算編列20人，計2,340,988元，執行結果決
算20人，計2,450,000元。

【附註】：

合計 17,798,940 - 737,920 - 4,316,256 1,444,872 - 2,260,012 - 26,558,000 - 26,558,000



合計

決 算 數

津貼 獎金 資遣費 福利費 提繳費
正式
員額
薪資

聘僱人
員薪資

超時工
作報酬

退休及
卹償金

兼任人
員用人
費用

總計

 108 年 度

彙計表
單位：新臺幣元

運固定資產重置基金
42901-29

25,354,42116,372,803 - 572,136 - 4,376,865 1,380,769 - 2,651,848 - - 25,354,421

25,354,42116,372,803 - 572,136 - 4,376,865 1,380,769 - 2,651,848 - - 25,354,421

2. 年終工作獎金係依據行政院107年12月25日院授人給字第1070059504號函訂定發布「一百零七年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
發給注意事項」第1條規定核發，108年度預算編列20人，計1,975,268元，執行結果決算20人，計1,926,865元。

25,354,421-25,354,421-2,651,848-1,380,7694,376,865-572,136-16,372,803



項目

比較增減決算數

備註

數量 金額 金額 ％數量 ％金額數量

預算數
數量
單位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度

主要業務計畫執行績效摘要表
貨幣單位：新臺幣元

臺北市臺北都會區捷運固定資產重置基金
42901-30

捷運設備重置計畫 - 126,377,000 - 136,384,866 - -- 7.9210,007,866

辦理捷運系統設施、設
備重置

預算數係可用
預算數，包含
法定預算數6
億1,744萬9,0
00元及以前年
度保留數3億1
,527萬7,437
元。
執行率落後原
因臚列如下:
(1)臺北捷運
系統初期路網
車站出入口電
扶梯電梯中期
改善工程，由
第一區工程處
、第二區工程
處及機電系統
工程處代辦。
施工標IYZX01
、IZYX02標工
程預付款共41
,062,933元已
陸續於108年1
1、12月由工
程處先行支付
廠商，因預付
款屬暫付款無
法立即核銷，
需依契約規定
於爾後估驗計
價達20%-80%
間攤提轉正。
(2)高運量301
型電聯車車載
號誌系統重置
，由臺北捷運
公司代辦，已
完成原型車安
裝測試費及9
列車核銷共計
204,083,630
元，另依契約
由捷運公司先
行支付廠商預
付款為69,555
,062元。

- 932,726,437 - 739,662,104 - -- -20.70-193,064,333

合              計 1,059,103,437 876,046,970 -183,056,467 -17.28



科目名稱
比較增減

決算數
金額

預算數
％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度

各項費用彙計表
單位：新臺幣元

臺北市臺北都會區捷運固定資產重置基金
42901-31

用人費用 26,558,000 -4.5325,354,421 -1,203,579

17,798,940 -8.0116,372,803 -1,426,137正式員額薪資

17,798,940 -8.0116,372,803 -1,426,137職員薪金

737,920 -22.47572,136 -165,784超時工作報酬

737,920 -22.47572,136 -165,784加班費

4,316,256 1.404,376,865 60,609獎金

2,340,988 4.662,450,000 109,012考績獎金

1,975,268 -2.451,926,865 -48,403其他獎金

1,444,872 -4.441,380,769 -64,103退休及卹償金

1,444,872 -4.441,380,769 -64,103職員退休及離職金

2,260,012 17.342,651,848 391,836福利費

1,490,112 -2.661,450,467 -39,645分擔員工保險費

302,400 -28.63215,838 -86,562員工通勤交通費

467,500 110.81985,543 518,043其他福利費

服務費用 3,406,000 -14.442,914,131 -491,869

1,000 --- -1,000旅運費

1,000 --- -1,000其他旅運費

34,000 -68.9410,560 -23,440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34,000 -68.9410,560 -23,440印刷及裝訂費

200,000 --- -200,000修理保養及保固費

200,000 --- -200,000土地改良物修護費

41,000 -14.6335,000 -6,000一般服務費

1,000 --- -1,000佣金、匯費、經理費及手續
費

40,000 -12.5035,000 -5,000體育活動費

3,130,000 -8.352,868,571 -261,429專業服務費

2,800,000 -4.552,672,541 -127,459工程及管理諮詢服務費

330,000 -40.60196,030 -133,970講課鐘點、稿費、出席審查
及查詢費

材料及用品費 123,331,000 7.18132,185,917 8,854,917

123,156,200 7.26132,095,146 8,938,946使用材料費

123,137,000 7.26132,077,396 8,940,396物料

19,200 -7.5517,750 -1,450設備零件

174,800 -48.0790,771 -84,029用品消耗



科目名稱
比較增減

決算數
金額

預算數
％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度

各項費用彙計表
單位：新臺幣元

臺北市臺北都會區捷運固定資產重置基金
42901-32

131,672 -52.3962,693 -68,979辦公(事務)用品

43,128 -34.9028,078 -15,050其他用品消耗

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及非理
財目的之長期投資

617,449,000 19.79739,662,104 122,213,104

493,656,000 9.69541,489,236 47,833,236購建固定資產

3,712,000 -0.793,682,514 -29,486擴充改良房屋建築及設備

401,348,000 -4.36383,866,725 -17,481,275購置機械及設備

65,702,000 100.34131,626,017 65,924,017購置交通及運輸設備

22,894,000 -2.5322,313,980 -580,020購置雜項設備

950,000 -5.26900,000 -50,000購置無形資產

950,000 -5.26900,000 -50,000購置電腦軟體

122,843,000 60.59197,272,868 74,429,868遞延支出

122,843,000 58.53194,749,111 71,906,111遞延修繕房屋建築支出

- --2,523,757 2,523,757其他遞延支出

稅捐及規費(強制費) - --8,028 8,028

- --8,028 8,028消費與行為稅

- --8,028 8,028印花稅

其他 - --1,505,697 1,505,697

- --1,505,697 1,505,697其他支出

- --1,505,697 1,505,697其他

合計 770,744,000 901,630,298 130,886,298 16.98



比較增減
科目 決　算　數預　算　數 備　註

金額 %

中華民國108年度

管制性項目及統計所需項目比較表
單位:新臺幣元

臺北市臺北都會區捷運固定資產重置基金
42901-33

統計所需項目： 1,311,8681,582,400 -17.10-270,532

員工通勤交通費 215,838302,400 -28.63-86,562

講課鐘點、稿費、出席審查
及查詢費

196,030330,000 -40.60-133,970

購置電腦軟體 900,000950,000 -5.26-50,000



42901-34  

項次 內    容

1 市府如需動支各基金，每筆數額超過

1,000萬元以上者應事先告知本會；

惟市政重大政策須動支基金超過

5,000萬元以上者，應送本會備查。

本府如有動支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

土地開發基金、臺北市臺北都會區捷運

固定資產重置基金暨臺北市大眾捷運系

統建設基金，每筆數額超過1,000萬元以

上之情事，本府將事先函報貴會；惟市

政重大政策須動支上述基金超過5,000萬

元以上者，本府將送貴會備查。

2 但書：

捷運公司自107年開始，每年稅後盈

餘均固定編列5億元，卻以租金名義

提撥超額盈餘作為捷運系統自償性經

費，營運績效無法忠實呈現。本年度

所列之變動租金10億9,505萬7,040元

(超額盈餘提撥部份)，應改列為固定

租金，預算始得動支，爾後年度亦應

逐年以固定租金編列預算。

1. 遵照辦理。

2. 臺北捷運公司108年度繳交租金，屬

超額盈餘部分，已依貴會但書意見，以

固定租金10億9,505萬7,040元繳納，償

還自償性經費。

3. 捷運公司已於108年11月8日將同額支

票交本局，本局已依程序將款項分別匯

入本府及新北市政府帳戶內。

4. 至於109年度至110年度，捷運公司以

固定租金11億元償還自償性經費，另為

加速償還自償性經費，每年以重置經費

7.5%之3/4額外提撥挹注自償性經費。

5. 未來視實際業務運作情形，每2-3年

滾動式檢討挹注「捷運自償性經費」及

「增置及土建改善經費」之比例。

臺北市臺北都會區捷運固定資產重置基金

市議會審議臺北市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案所提審議意見辦理情形報告表

中華民國108年度

審    議    意   見
辦  理  情  形




